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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大 学 文 件 

常大〔2018〕55 号 

 
 

关于印发常州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科研院所、直属单位：  

《常州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 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 

 常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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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 

为进一步规范劳务酬金发放，保证学校教学、科研等各项工

作的正常运行。根据《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》（监察部、

人社部、财政部、审计署令〔2013〕31 号）、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严肃财经纪律若干规定的通知》（苏财办〔2015〕3 号)、《关

于规范江苏省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16〕

48 号）、《江苏省省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行〔2017〕 51

号）、《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

128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劳务酬金范围 

劳务酬金包括邀请校内外专家来校做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、

专业咨询等劳务酬金，以及学校组织的评审、监考、答辩、审稿

等工作的劳务酬金。 

二、劳务酬金标准 

各类劳务酬金标准上级部门有规定的，按上级部门规定执行，

没有规定的按以下标准执行。 

（一）学术报告、讲座、培训等（税后） 

校外专家    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       1500元/学时 

            正高及相当职称            1000元/学时   

            副高及相当职称、其他      500元/学时  

校内专家    减半执行 

每半天最多计 4学时   

（二）评审、论证、鉴定等 

校外专家    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         2000 元/场 

            正高及相当职称              800元/场 

            副高及相当职称              600元/场 

            中级及相当职称              400元/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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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专家    减半执行 

（三）专家咨询（税后） 

专家咨询   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        2250-3600 元/天 

            高级及相当职称            1500-2400 元/天 

            其他人员                  900-1500 元/天 

会议、现场访谈、勘察  半天            按标准 60% 执行 

                  不超过两天（含）    按标准 100%执行  

                  超过两天   第一、二天按标准 100%执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天以后按标准 50%执行 

通讯咨询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次按标准 20%-50%执行 

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（课题）研究及其管理的相

关人员。 

（四）评标 

公开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磋商  半天以内      500 元/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超过半天    每超 1小时 100元 

单一来源、询价、竞争性谈判  2 小时以内     300 元/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超过 2小时  每超 1小时 100元 

论证、复审、履约验收    2小时以内         300 元/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超过 2小时  每超 1小时 100元 

开标后未评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元/次 

（五）论文盲审、评阅、指导答辩 

论文盲审                  硕士           400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          500元/篇 

外文论文盲审              硕士           900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        1200元/篇 

论文评阅                  硕士         200-300 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        500 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人教育     200 元/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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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答辩                  硕士         200-500 元/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         500-1000 元/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人教育     200-400 元/次 

（六）命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-2000 元/份 

标准根据题量、结构、难度系数等综合考虑；如有 A、B卷则

视同 2份。 

（七）阅卷 

美术类招生考试             校内         1000 元/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         2000 元/天 

音乐类招生考试             校内         1000 元/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         2000 元/天 

普通话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元/生 

其他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-20元/份 

（八）监考  

四六级英语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元/场 

研究生入学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元/场 

雅思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-250元/半天 

其他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-150 元/场 

（九）巡考、考务  

四六级英语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 元/场 

艺术类招生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元/场 

研究生入学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元/场 

其他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-200 元/场 

（十）面试 

各类考试            专家             200-800元/半天 

人才招聘            专家             200-500元/半天 

（十一）题库建设、网络课程制作       500-2000 元/科 

（十二）教学督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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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 元/年 

其他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00元/年 

（十三）学报编辑 

审稿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元/篇 

约稿稿酬          专家特约稿         4000-8000 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正高及相当职称     3000-5000 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副高及相当职称     1000-3000 元/篇 

自由来稿稿酬       正高及相当职称    500-1000 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 副高及相当职称    200-500 元/篇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级及相当职称    100元/篇 

编委、主编、责编                     500元/期 

英文摘要审核、编辑校对               500元/期 

特约栏目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-4000 元/期 

（十四）校报、微信编辑 

校报         文字         1-3版      30元/千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版       40元/千字 

             图片         1-3版      10元/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版       20元/张 

微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-100元/期 

（十五）承办体育竞赛 

裁判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元/天  

副裁判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元/天 

裁判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元/天 

组委会、资格审查、仲裁委员会等        500元/天 

（十六）安全督查和资产清查 

安全督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元/次 

资产清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元/天 

资产报废鉴定          2小时以内       300 元/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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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超过 2小时     每超 1小时 100 元 

三、发放管理要求 

（一）除上述规定外，教职工参加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、学

术活动、会议活动原则上不发放劳务酬金。 

（二）各类劳务酬金需通过“常州大学酬金录入系统”以银

行转账方式支付，原则上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。 

（三）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发放劳务酬金，事先列入预算的，

按照相关财政专项管理办法执行；未事先列入预算的，原则上不

得列支学术报告费、讲座费、专家咨询费等。  

（四）上述劳务酬金标准是发放的上限，无特别标注的均为

税前发放金额。各单位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在各项目经费预算、

标准范围内发放。 

（五）以往学校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

法未列举的劳务酬金项目，有国家、地方、学校规定的，按相关

规定执行。没有相关规定且必须发放的，由归口管理部门制定发

放办法，履行校内审批程序后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布。 

四、违规发放行为处罚 

（一）各类劳务酬金发放必须按照国家、地方和学校相关规

定办理，各部门、单位主管领导、归口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、项

目负责人为审批责任人，对发放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各负

其责。 

（二）有违规发放劳务酬金行为的部门、单位，直接责任人

员应当承担纪律责任。 

（三）对违规发放行为，应当按有关规定责令整改，并清退

收回违规发放金额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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